
1

附件 3

2023 年法学各专业参考书目

学院

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业务课一参考书目 业务课二参考书目

刑事法
学院

030104 刑法学

1. 《法理学》（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人
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
版社。
2.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中央文献
出版社，2020 年版。
3. 《宪法学》（第二
版），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4. 《刑法学（上册•总
论）》《刑法学（下册•
各论）》，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9 年 7 月。
5. 《刑法学》（第三
版），高等政法院校专
业主干课程系列教材，
贾宇主编，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2017 年。
6. 《民法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
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9 年 1 月。
7. 《中国法制史》（第
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8. 《中国法制史学》，
陈涛著，中国政法大学

1.《刑法学（上册•总论）》《刑法学
（下册•各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9 年 7月。2.《刑法学》（第
三版），高等政法院校专业主干课程
系列教材，贾宇主编，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17 年。

030106 诉讼法学

1.《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8 月。
2.《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孙长
永主编，法律出版社，2019 年。

民商法
学院

030105 民商法学

1.《公司法》，范健、王建文主编，法
律出版社，2018 年 2月。
2.《民法学总论》，韩松主编，法律出
版社，2020 年 9 月。
3.《民法分论》，张翔主编，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21 年。

030106 诉讼法学

1.《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
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
8 月。
2.《民事诉讼法学》，董少谋主编，
法律出版社，2017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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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7 年。
9.《国际公法学》（第
二版）,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年。

经济法
学院
（知识
产权学
院）

030107 经济法学

同上

1. 《经济法学》（第二版），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经济法学》（第三版），李昌麒主
编，法律出版社，2016 年。

030108
环境与资源保

护法学

1. 《环境资源法学》（第二版），李
永宁、李集合、韩利琳主编，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
2《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第四版），
曹明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环境法学》（第四版），汪劲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

0301Z2 知识产权法学

1. 《知识产权法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
育出版社，2019 年 8月。
2. 《知识产权法学》（第二版），杨
巧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 月。
3.《知识产权法》（第八版），吴汉东
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3 月。

0301Z3
劳动法学与社
会保障法学

1.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8 月。
2.《劳动法学》，郭捷、冯彦军、郑尚
元、谢德成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5 月。
3.《劳动法》（第四版），王全兴著，
法律出版社，2017 年 2 月。

行政法
学院
（纪检
监察学
院）

030103
宪法学与行政

法学
同上

1.《宪法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
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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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J5 监察法学

1.《宪法学》(第二版），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高等
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7 月。

国际法
学院

030109 国际法学 同上

1. 《国际公法学》（第二版），马克
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年。
2. 《国际经济法学》（第二版），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3.《国际私法学》（第三版）,韩德培
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公安学
院（公
共安全
法学
院）

0301J2 警事法学

同上

1. 《刑事侦查学》，王传道主编，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 《刑事侦查学》，张玉镶主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治安管理学》，商小平、冯锁柱主
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301J3 司法鉴定学

1. 《司法鉴定学》，霍宪丹主编，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
2. 《刑事科学技术》，单大国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3.《刑事科学技术基础》，蒋占卿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国家安
全学院
（反恐
怖主义
法学
院）

0301J1 民族法学 同上

1. 《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第三
版），吴宗金主编，法律出版社，2016
年。
2.《民族区域自治法教程》，高等法学
教育通用教材，杨侯弟主编，法律出
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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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J6 国家安全法学

1. 《中国国家安全法教程》，贾宇、
舒洪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2.《中国反恐怖主义法教程》，贾宇主
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

0301J7
反恐怖主义法

学

1. 《中国国家安全法教程》，贾宇、
舒洪水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2.《中国反恐怖主义法教程》，贾宇主
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

法治学
院、法
律硕士
教育学
院

030101 法学理论

同上

1. 《法理学》（第二版），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人
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版。
3.《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习近平
法治思想概论》编写组，高等教育出
版社，2021 年版。

030102 法律史

1. 《中国法制史》（第二版）,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 1月。
2.《中国法制史学》，陈涛著，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

0301J4 人权法学

1. 《人权法原理》，徐显明主编，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年。
2.《人权法》，朱力宇、叶传星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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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公共管理各专业参考书目
学院
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业务课一
参考书目

业务课二
参考书目

商学院
（管理
学院）

120401 行政管理

1. 《管理学》，陈传
明等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9 年。
2.《管理学（第四
版）》，芮明杰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1.《公共管理学》（第二版），张康之，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2.《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3.《政治学原理》（第二版），王楷模，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年。
4.《政治学基础》（第四版），王浦劬，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20403 教育经济与管理

1.《教育学原理》，《教育学原理》编写组，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马工程教材）。
2.《教育学基础》（第二版），全国十二所重
点师范大学联合，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年
版。
3.《教育学原理》叶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年版。

120404 社会保障

1. 《西方经济学》（第八版），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 《社会保障理论》（第四版），李珍，中
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8 年。
3.《社会保障学》（第三版），许琳，清华大
学出版社，2018 年。

120405 土地资源管理

1. 《西方经济学》（第八版），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土地资源管理学》（第二版），张正峰，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1204Z1 应急管理

1. 《西方经济学》（第八版），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闪淳昌、薛澜：《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
践》（最新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王宏伟：《公共危机管理概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204Z2 审计学

1. 《西方经济学》（第八版），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会计学原理》（第二十版），李海波，蒋
瑛，立信会计出版社，2019 年。
3.《审计学原理》（第十版），秦荣生，卢春
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年。

1204J2 数字治理

1. 《西方经济学》（第八版），高鸿业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 年。
2.《市场营销学》（第六版），吴建安主编，
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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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理论经济学、新闻传播学各专业参考
书目

学院
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
名称

业务课一
参考书目

业务课二
参考书目

经济学
院

025100 金融

1. 《金融学（第四版）》，黄达、张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7 年 4 月。
2.《货币金融学（第十一版），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著，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月。

025400 国际商务
《国际商务—理论与实务（第二版）》，主编王建华，清华大学出
版社·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年 11 月。

020101 政治经济学
1.《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上册和下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
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经济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年版。
2.《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六版）》和《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
第六版）》，高鸿业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

020104 西方经济学

020105 世界经济学

0201Z1 管理经济学

新闻传
播学院
（艺术
学院）

050301 新闻学
1. 《新闻学概论》(第 2 版,马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等,2010 年 1 月。
2. 《传播学教程》(第 2版),郭庆光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月。
3. 《中国新闻传播史》(第 3 版),方汉奇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4 年 7 月。
4. 《外国新闻传播史》,郑超然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5.《网络传播概论》(第 4版)彭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7
月。

050302 传播学

0503Z2 网络政治传播学

055200 新闻与传播

1. 《新闻学概论》(第 2 版,马工程重点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等,2010 年 1 月。
2. 《传播学教程》(第 2版)郭庆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月。
3. 《网络传播概论》(第 4 版),彭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
7 月。
4. 《当代新闻评论教程》(第 4 版),丁法章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
5.《新闻报道策划》《第 2版)越振字着,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 年 11
月。

135105 广播电视

1. 《艺术学概论》（”马工程“教材）《艺术学概论编写组，高
等教育出版社。
2.《广播电视学概论》（第 5版），黄匡宇编著，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8 月。
3.《电视采访学》（第三版），雷蔚真朱羽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4.《视听语言》（第 3版），邵清风等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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